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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香

港去年入口魚翅量達5,700噸，是

全球最大的魚翅貿易城市，當中三

分之一更屬瀕危鯊魚品種。關注鯊

魚保育的「香港護鯊會」昨日指

出，港人雖然有意識要保護鯊魚，

但對相關議題認知不多，而魚翅在

零售和食用層面各有不同名稱，令

市民難以分辨，建議政府立法要求

商戶為魚翅產品加上標籤，方便市

民避免購買來自瀕危鯊魚的魚翅。

「香港護鯊會」早前委託中文大學傳播
與民意調查中心以電話訪問約800

名18歲或以上香港市民，77%受訪者都表
示不會購買或食用瀕危鯊魚產品。但調查
同時發現，市民普遍對政府就瀕危鯊魚的
規管措施欠認識，調查提供10種或以下、
11種至30種、31種至50種及51種或以上
供受訪者選擇，問他們本港現時有多少款
買賣受規管的鯊魚品種，只有1.9%受訪者
能選出11至30種的正確答案。

改名令市民不知食緊瀕危翅
「香港護鯊會」項目統籌古偉牧認為，
鯊魚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名字，是令市民

消耗更多瀕危鯊魚品種的主要原因。他指
出，海味商會稱瀕危的「雙髻鯊」為「春
翅」，但市民對兩者的認知卻存在明顯差
距，調查顯示有30.8%受訪者知道「雙髻
鯊」是瀕危鯊魚，但知道「春翅」屬瀕危
物種的受訪者就跌至7.9%。
食肆亦有可能以「雞燉翅」等名稱代替
「春翅」。古偉牧並特別點名批評連鎖食
肆利苑早前更新菜單時將「海虎翅」改稱
為「粗針翅」，「市民根本不知是否屬瀕
危鯊魚品種，市民可能因此而犯下無心之

失，加速鯊魚絕種。」香港文匯報記者就
有關指控向利苑查詢，但至昨日截稿前未
收到公司負責人回覆。

三分一鯊魚產品來自瀕危品種
本港市面上有出售的鯊魚產品最少涉及

76個品種，當中三分之一都是來自瀕危鯊
魚品種，但政府現時只規管當中12個品種
鯊魚進出口情況，要求商界於出入口時申
領許可證。古偉牧指出，全港在2014至
2016年間共消耗了78.5噸受規管的瀕危魚

翅，批評現行政策未能減少市場上消耗相
關產品。
「香港護鯊會」指出，香港的魚翅貿易

量佔全球一半數字，認為政府有責任進一
步規管鯊魚貿易，建議政府修訂《保護瀕
危動植物物種條例》，強制商界為鯊魚產
品加上標籤，最低限度要列出產品是否來
自瀕危鯊魚品種，方便市民避免購買對生
態影響較大的產品，及阻止不法之徒以對
瀕危鯊魚品種其他名稱欠認識作抗辯理
由，獲法庭輕判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警
務處今日起至星期
四（30 日）會展
開新一輪「貨車安
全執法行動」，加
強票控貨車違例事
項，期望能提高貨
車司機的道路安全
意識。
「貨車安全執
法行動」會一連4
天進行，警方在全
港各區都會加強票
控貨車超速駕駛、
駕駛時以手持方式
使用流動通訊設
備、沒有遵從交通
燈的指示、沒有遵
從交通標誌的指
示、沒有佩戴安全
帶、負載物不穩
固、負載超重及非
法泊車等違例事
項，以提高司機的
道路安全意識。
本港今年1月至

9月共發生2,502宗涉及
貨車的交通意外，導致
3,418人傷亡，當中35人
死亡。警方指出有關意外
的主要成因是駕駛者駕駛
時不留神、跟車太貼、不
小心轉換行車線、不適當
地或不合法地轉向，及車
輛失控。警方呼籲貨車司
機在駕駛時必須遵守道路
交通規例，留意路面情況
及不要使用流動通訊裝
置。
道路安全是警務處處長
首要行動項目之一，警方
會透過「重點交通執法項
目」，針對引致意外、阻
塞交通及影響香港社會的
違例事項進行執法。

「瀕危翅」化名多 想護鯊易食錯
團體倡立法要商戶加標籤 免食客犯無心之失

民建聯請願 促油尖旺增泊車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全港車位長期不足，油尖
旺區情況更為嚴重，部分地點
常出現違泊及塞車情況。民建
聯一行十多人昨日到政府總部
前請願，要求政府增加油尖旺
區公眾泊車位數目。
民建聯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
傲冬表示，尖沙咀中間道停車
場在數年前被拆卸，區內大減
800多個泊位，未來因應中九
龍幹線工程，油麻地公眾停車
場亦需拆卸，公眾泊位再減
800多個，擔心違例泊車問題

越趨嚴重。
民建聯副秘書長鄭泳舜對

政府缺乏彌補方案及長遠規
劃感到失望，促政府盡快跟
進中間道停車場大廈重建的
車位重置安排，亦要盡快落
實拆卸油麻地公眾停車場大
廈的紓緩措施，研究原址重
置。
他並說，政府亦應善用行車

天橋底設立停車場、電單車泊
位，希望政府日後拆卸或收回
停車場設施時，必須在附近設
立足夠臨時泊位。

■民建聯昨
日到政府總
部前請願，
要求政府增
加油尖旺區
公眾泊車位
數目。

長者初坐飛機 重拾童心吻老伴

續接迫購物投訴
旅議會嘆無權難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年不時
發生有內地旅客跟團來港旅行時被強迫購
物，鬧出不少風波。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
耀中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議會仍收
到不少內地旅客投訴被強迫購物。他續
稱，有本港旅行社曾以旅議會非法定機構
為由，拒絕接受巡查，在監督上有一定困
難。董耀中表示，本港旅遊業於過去20
年間有很大變化，認為內地個人遊旅客已
相當成熟，並熟悉香港。相反，參加旅行
團來港的內地旅客，普遍年紀較大，並來
自較遠的內地城市，如東北及西南地區，
對香港情況不熟悉及非富裕階層，故遭旅
行社或導遊要求購物時會出現爭執。
他表示，目前部分本地旅行社認為旅遊

業議會非法定機構，不願意接受巡查。
他建議政府應成立具法定權力的旅遊業

監管局，監管業內問題，但仍然希望業界
自律，以維持本港良好的旅遊業形象。
董耀中還提到，近年收到不少區議員反

映，內地旅客活動影響居民日常生活，如
旅行社或因餐費問題，指定到數間食肆接
待團友，故在用餐時段往往有數以百計的
旅客聚集於附近街道，亦有多架旅遊巴停
泊在路邊，阻塞交通。他認為警方應加強
執法，維持區內交通秩序。他續指，旅發
局近年推出綠色旅遊，料可吸引日本及韓
國等地旅客，又提到港珠澳大橋即將落
成，無疑可提高本港吸引力，但認為當局
應想辦法控制未來增加的人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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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時今日隨着廉航的興起，衝上雲宵已非
難事。不過，仍有大批基層長者終其一生從
未去過旅行，更遑論登上「空中巴士」遠行。
最近有機構舉辦帶長者去旅行活動，向長者
表達關懷，有年屆八十的獨居長者才首次旅
行，直言發夢也沒想過能坐飛機，更在旅途
中重拾童心及好奇心；亦有結合逾甲子的夫
婦，數十年來未曾親吻，在途中找回相識之

時的悸動，在愛河邊深深一吻。
與香港一海之隔的台灣高雄，兩地相距631

公里，飛行時間僅1.5小時。然而，對一群基
層長者而言，需搭飛機才能前往的高雄是一個
極遙遠的地方。救世軍在10月尾至11月初透
過「愛得及時」夢飛行計劃，資助31名長者，
踏上同遊高雄4天3夜之旅。

獨居婆婆難忘機上見雲海
84歲、獨居於油麻地劏房的姚容寬是其中一

名參加者。人如其名，她心性寬容，懷着「知
足者貧亦樂」的座右銘，笑言「有沒有錢不緊
要，最重要是健康！」年逾八十的她身體壯
健，樂於接觸新事物，惟從未想過能一嘗坐飛
機。她說，一登機便很興奮，尤其難忘從機上
看見的雲海，「好像在雲中，從未想過天空是
這樣！」她又指，機會難得，什麼活動也舉手
參與，遊船河、夜市、甚至無懼連行兩百多級

梯級，亦要一睹山上景色。
同樣81歲的余文輝夫婦亦一同遠赴高雄。兩人

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結合，僅有一面之緣便拜
堂成親。因相親而結婚的他們，在愛好及興趣上
亦不盡相同。文輝的妻子黃玉蓮表示，自己外向，
喜愛接觸新事物及參加活動，但丈夫則較文靜，
即使兩人到長者中心，亦會分開活動。
玉蓮投訴，平日丈夫走路很快，不會等候自

己，「他行得快，有時很擔心他過馬路會出意
外。」表面上步伐不一致的兩老，卻在高雄之
旅拉近距離，文輝亦放慢腳步，與玉蓮同行。
遊覽愛河後，文輝主動親吻太太的臉頰。玉蓮
口裡說，幾十歲人還親吻，真醜怪。不過，平
日看似不甚親密的兩人，實際上很關心對方。

早前文輝因輕微中風入院，玉蓮堅持天天煲湯
予丈夫。
玉蓮說，兩人從不大吵大鬧，小爭執則會當對

方開玩笑。他們說，兩人勤勤懇懇工作數十年，
子女經濟狀況亦不佳，難以負擔旅行費用，兩老
亦不敢想像能去旅行。今次能有機會一飛沖天，
玉蓮直言不敢相信，現在經常拿出照片回味一番。
救世軍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隊長邱文俊

表示，不少社區人士工作忙碌，不懂得如何關
心長者，以為提供物質所需便足夠，忽略與長
者溝通及其心靈上的需要。他希望透過帶長者
去旅行，能讓長者發現生活中還有很多可能
性，呼籲社區人士多關心長者，需「愛得及
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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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特區政府積極推動科技應
用及創新建造方法，以提升建造
業生產力和成本效益。發展局局
長黃偉綸指出，政府於過去幾年
已在逾40個工程試點項目上，採
用建築信息模擬（BIM）技術，
當中渠務署的「石湖墟污水處理
廠擴建前期工程項目」更獲得業
界設計大獎。他呼籲業界人士盡
早為掌握BIM技術作好準備，將
香港的工程設計、項目管理、建
造安全、環境保護等各方面提升
至一個新層次。
黃偉綸昨日發表網誌指出，

BIM技術是建造業界一項嶄新技
術，讓專業人士在虛擬環境中進行設計和
建造工作，減少建造過程中需要作出的變
更，同時減低風險，讓工程人員能更準確
地估算各階段的項目成本。

有助抓灣區「帶路」機遇
他續說，此技術不單是一種3D繪圖工

具，更是嶄新的管理和執行工具，用以整
全管理整個工程生命周期，由籌備設計到
建造階段，以至營運及維修保養階段，讓
業界不同專業人員包括建築師、工程師、
建造業人士等，於同一數碼平台上溝通協
調、調控建造程序、共同解決種種問題
等。他引述香港建築信息模擬學會會長陳
鏡源指出，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國家「一
帶一路」政策的推行，香港擁有很多新的
發展和機遇，BIM專業技術在亞太區的工
程項目上將有更大發展潛力。

黃偉綸：渠署用BIM增效率
他又提到，剛獲獎的渠務署團隊在處理
石湖墟污水處理廠項目時，運用了BIM
技術，把污水處理廠內部複雜的結構及機
電設計的組件，以3D和4D形式仔細呈
現，更準確地顯示位置和施工時序等資
訊，提升建造工程效率，並及早釐清各種
設計或施工上的誤差，減低可能引致的時
間延誤和額外支出。除協助設計及施工，
黃偉綸指出，團隊亦利用BIM技術，為
將來設施的管理及維修作充足準備，包括
模擬日後運作及維修情況，以提供詳盡的
記錄和技術資訊。
他表示，建造工程項目中的設計及施工

階段廣泛應用BIM技術，可加強各界別
間的協調，減少日後施工過程所造成的浪
費，從而提高生產力。由明年起，政府會
在主要基本工程項目的設計和建造方面，
採用BIM技術，並鼓勵私人工程項目跟
隨。政府亦會與建造業議會合作，在多方
面為業界提供配套及支援。
他最後指出，全球已邁向數碼化時代，

建造業也不例外，故相關企業及人員應與
時並進，盡早為掌握BIM技術作好準
備，同心合力推動業界持續發展，並為香
港發展為具競爭力智慧城市提供有利條
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黃偉綸早前在香港建築信息模
擬學會周年研討會上致辭。

網誌圖片

■古偉牧（右一）指鯊魚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名字令市民消耗更多瀕危鯊魚
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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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魚翅貿易城市。


